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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7 年全省优秀科技辅导员获奖名单

序号 地市 姓名 单位名称

1

深圳

金 哲 深圳市福田区科技中学

2 方东燕 深圳市罗湖区罗湖小学

3 吴 雯 深圳市盐田区外国语小学东和分校

4 祝守宏 深圳市宝安区宝城小学

5 陈嘉翠 深圳市清林小学

6 吴 光 深圳市龙华区观澜中学

7 王 勇 深圳市光明新区教育科学研究中心

8 黄 玲 深圳市坪山区同心外国语学校

9

珠海

赵健威 珠海市斗门区井岸镇第四小学

10 邓小龙 珠海市香洲区香华实验学校

11 吴越辉 珠海市理工职业技术学校

12 邹青松 珠海市第一中学

13 曹玉宝 珠海市第二中学

14

汕头

唐辉宏 汕头市澄海实验学校

15 林卓睿 汕头市第一中学

16 张晓纯 汕头市聿怀中学

17 方立鹏 汕头市新乡小学

18 李丰标 汕头市外马路第三小学

19 张丽珊 汕头市芙蓉小学

20 周沐奎 汕头市实验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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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佛山

刘玉荣 佛山市第六中学

22 冯海斯 佛山市第九小学

23 冼伟福 佛山市顺德区勒流育贤实验学校

24 周剑山 佛山市顺德区容桂外国语学校

25 陆锦豪 佛山市高明区沧江中学

26 陈任雄 佛山市三水区白坭镇白坭中学

27 肖伟东 佛山市南海区石门中学

28 韶关 严锦发 韶关市曲江区实验小学

29 河源 黄 娟 河源市龙川县老隆镇第二小学

30

梅州

李聪会 梅州市哆梦创客科技有限公司

31 陈志明 瓦力工厂机器人构建中心（梅州校区）

32 梁鼓华 梅州市农业学校

33 杨伟志 创客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34

惠州

黄志坚 惠州市水北小学

35 叶根茂 惠州市惠阳实验学校

36 庄建琛 惠州市惠东县大岭中心学校

37 谢国强 惠州市博罗县福田中学

38 黄伟胜 惠州市龙门县龙城第一中学

39

汕尾

吴琼花 汕尾市海丰县海城镇中心小学

40 沈志豪 汕尾市陆丰市东海彭伟学校

41 韦文敏 汕尾市海丰县公平中学

42 李岸模 汕尾市陆河县河田中学

43
东莞

高星原 东莞市青少年活动中心

44 尹伟锋 东莞市寮步镇香市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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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陈美平 东莞市商业学校

46 韩钜明 东莞市寮步镇实验小学

47 罗明珠 东莞市桥头第三小学

48 莫小军 东莞外国语学校

49 王礼华 东莞市石排中心小学

50

中山

王 东 中山市石岐中心小学

51 关朋伟 中山市民众镇中心小学

52 吴锦梅 中山市三乡镇光后中心小学

53 罗承芳 中山纪念中学三鑫双语学校

54 朱伟明 中山市东区雍景园小学

55

江门

刘立煌 江门市紫茶小学

56 徐艳花 江门市江华小学

57 黄景祥 江门市新会第一中学

58 梁炎朝 江门恩平市恩城街道第一小学

59 刘露芳 江门市江海区外海街道银泉小学

60

阳江

陈惠珍 阳江市科技馆

61 冯海欧 阳江市江城区第一小学

62 张博杰 阳江市阳西县第二中学

63 张欢荣 阳江阳春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64 许乃杰 阳江市阳东区雅韶中学

65

湛江

王 定 湛江市第二中学

66 欧瑞娟 湛江市第二十八中学

67 李志雄 湛江市湖光中心小学

68 李冬娥 湛江市坡头区第一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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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茂名

卢家儒 茂名信宜市教育城初级中学

70 江滔滔 茂名市龙岭学校

71 陈星佳 茂名市电白区第一中学

72 朱加华 茂名市福华小学

73 李冰冰 茂名化州市第三中学

74

肇庆

杨 超 肇庆市第一中学

75 吴远彪 肇庆市德庆县香山中学

76 蔡耀东 肇庆高要区南岸科德小学

77

清远

陈凤仪 清远市清城区新北江实验学校

78 贺 飞 清远市阳山县南阳中学

79 杨 帆 清远市华侨中学

80 杨汝权 清远市清新区第三中学

81 黄永权 清远市第一中学

82

揭阳

郑赣辉 揭阳第一中学

83 郑少平 揭阳普宁市第二中学

84 黄曼丽 揭阳岐山学校

85 吴汉奇 揭阳市惠来县华湖镇中心小学

86

云浮

周伟明 云浮市云安区石城镇石城中学

87 吴金英 云浮市云安区白石镇中学

88 梁燕珍 云浮市新兴县实验中学

89 梁镇棠 云浮市新兴县第一中学

90 王若璇 云浮市云安区华立中英文学校

91 省直 胡正勇 广东实验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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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全省优秀组织工作者获奖名单

序号 地市 姓名 单位名称

1

深圳

彭友才 深圳市盐田区教育局

2 李 隐 深圳市龙岗区教师进修学校

3 胡小盈 深圳市坪山高级中学

4

珠海

杨 煌 珠海市香洲区教科培中心

5 周朝霞 珠海市斗门区科学技术协会

6

汕头

甘 玲 汕头市科学技术协会

7 郭伟江 汕头市龙湖实验中学

8 谢晓斌 汕头市澄海区科学技术协会

9

佛山

何敏峰 佛山市南海区教育发展研究中心

10 林 群 佛山市高明区教育科研培训中心

11 萧乐春 佛山市三水区三水中学附属初中

12 河源 林惠萍 河源市连平县教育局

13

梅州

林 科 梅州市科学技术协会

14 张惠英 梅州市蕉岭县科学技术协会

15

惠州

黄耀辉 惠州市惠城区教育局

16 叶静红 惠州市惠阳区科学技术协会

17 汕尾 蔡少君 汕尾市陆丰市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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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东莞

彭仿兰 东莞市凤岗镇宣传教育文体局

19 李伟津 东莞市青少年活动中心

20 尹群娣 东莞市莞城宣传教育文体局

21

江门

陈金丽 江门市科学技术协会

22 刘永强 江门市教育局

23

阳江

骆志洁 阳江市科技馆

24 陈仲升 阳江市阳西县第二小学

25 湛江 王诗韵 湛江市教育局

26

茂名

蔡栋荣 茂名市第十六中学

27 容光天 茂名高州市科学技术协会

28

肇庆

卢和歆 广东肇庆中学

29 杨庆辉 肇庆市广宁县教育局教研室

30

清远

温 勉 清远市清城区科学技术协会

31 黎国雄 清远市阳山县科学技术协会

32

揭阳

方少芹 揭阳市教育局

33 陈煜毅 揭阳市综合中等专业学校

34

云浮

曾文杏 云浮市郁南县西江实验学校

35 黄金华 云浮市云安区石城镇中心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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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全省优秀组织单位获奖名单

序号 地市 单位名称

1

深圳

深圳市南山实验教育集团麒麟中学

2 深圳市宝安区科学技术协会

3 深圳市大鹏新区葵涌第二小学

4 珠海 珠海市香洲区九洲中学

5

汕头

汕头市澄海实验小学

6 汕头市林百欣科学技术中等专业学校

7 佛山 佛山市顺德区大闸小学

8

梅州

梅州市梅江区科学技术协会

9 广东梅县东山中学

10

惠州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惠阳学校

11 惠州惠东县惠东高级中学

12

东莞

东莞市常平镇教育局

13 东莞市麻涌镇教育局

14 中山 中山市东区科学技术协会

15

江门

江门鹤山市沙坪实验中学

16 江门市范罗冈小学

17

阳江

阳江市阳东区第二中学

18 阳江市岗列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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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湛江

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一中学

20 湛江市第十二小学

21

茂名

茂名信宜市教育局

22 茂名化州市教育局

23

肇庆

肇庆市端州区中小学生综合实践活动教育基地

24 肇庆市第十六小学

25

清远

清远市华侨中学

26 清远市清城区新北江实验学校

27

揭阳

揭阳普宁市占陇镇桥柱初级中学

28 揭阳第二中学

29 云浮 云浮市云安区科学技术协会


